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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谭明 薛亮

10月16日， 常德市国土资源局武陵区分
局，一场警示教育作风大会正在召开。

该局财务股的一名副股长兼出纳，在8年
时间里，累计挪用公款5940.925万元。会场播
放了这部警示片， 令所有人瞠目。“现场很沉
重，连呼吸声都听得见。”一名参加会议的干
部向记者描述。

通过梳理案情、 走访知情者、 对话当事
人，记者发现，这起“小官大贪”案件背后暴露
的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次，挪走24万元
这名副股长，名叫姚正斌，他的歧路从迷

上打牌赌博开始。
2007年， 姚正斌被调整到武陵区分局财

务股担任出纳； 次年， 被提拔为副股长兼出
纳。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他身边的朋友越来
越多，一起吃喝玩乐，活动也就“丰富”起来。

“刚开始就是打‘跑胡子’，10元钱的，一
场下来几千元的输赢。”姚正斌说，开始是偶
尔打，慢慢的几乎天天打。

牌打大了， 心态也就慢慢发生了变化。
“一起打牌的什么人都有， 看着他们出手阔
绰、一场牌的输赢抵得上我几个月工资，心中
的不平衡有时让我感到很憋屈。”挣钱，挣大
钱，便成了姚正斌当时最迫切的需求。

可是，身为公职人员，怎么挣大钱呢？一
次偶然的机会，姚正斌盯上了单位的公款。

2011年5月，他发现自己管理的某拆迁账
户的工程已基本完工，尚存一笔资金未结算，
并且没有日常支出款项。 他觉得可以偷偷挪
点，只要能及时还上，事就不大。这一次，他挪
走了24万元。

8年，82次，挪走5940余万元
毕竟是第一次， 姚正斌很心虚。 没过多

久，他便把钱还上了。
但尝到甜头后，姚正斌觉得这是个能“致

富”的好办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把单位
账户当成了自己的“信用卡”，想用就用。虽然
挪的次数多，但每次金额都不大，还得也比较
及时。直到2016年10月，他收到一条某博彩网
站推送的短信。

“当时就是觉得好玩，点了进去。”让姚正
斌没想到的是，不到1个月的工夫，他竟然赚
了100多万元。从此，他疯狂地挪用公款，不断
地增加赌资，赌徒心理把他拽向无底的深渊。
从2016年10月到案发，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
后挪用公款53次4484.83万元， 用于网络赌
博。

今年3月，姚正斌通过网络转账向单位还
款，因银行系统延迟，当日未能到账，被其他
财务人员发现。单位领导得知此事后，马上向
区纪委监委报案。

经调查，2011年5月至2019年2月，8年时
间里，姚正斌利用职务之便，先后82次挪用常
德市城区土地开发整理中心账户、 市国土资
源局武陵区分局拆迁账户、 朗州北路拆迁项
目临时账户、 市国土资源局武陵区分局工会
账户等4个账户，共计5940余万元。

今年6月，姚正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依法移送检察机关。

8年挪用为何未被发现
10月12日， 姚正斌案在武陵区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休庭的间歇，记者看到
他一直在偷偷地抹眼泪。因为沉迷赌博，不仅
妻离子散，还让年迈的父母背上了巨额债务。

“我2007年就在财务股工作，到今年已经
是第12个年头，再严苛的制度，工作这么长时
间，难免会发现一些‘漏洞’或者是可以回旋
的空间。”姚正斌说，在一个岗位上呆久了，不
仅会有一种倦怠感， 同时也会积累很多“经
验”和人脉。

姚正斌说，他之所以挪用公款长达8年之
久都没有被发现， 一方面是利用资金的回转
空当，另一方面，就是通过虚列的发票，私自
加盖单位领导的私人印章， 然后再夹在正规
开支的发票内列支出来。

他坦言，此前他也想过轮岗，也曾找过领
导，但领导婉拒了。慢慢的，他也习惯了，甚至
还“喜欢”上了这里，“现在回过头来看，关键
岗位的定期轮岗是十分必要的。”

可惜世上没有回头路， 武陵区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姚正斌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12年，责令限期退还751万元。

成立整改小组立行立改
在案件调查中，武陵区纪委监委还发现，

常德市国土资源局武陵区分局财务管理粗
放，支票、印章管理混乱，财务监督流于形式，
制度监管存在严重漏洞， 客观上让姚正斌有
了可乘之机。该局3名相关责任人被给予党纪
处分。

“从姚正斌案件来看，反映出了我们防控
措施和制度管理存在严重漏洞……”10月16
日， 武陵区分局局长朱勇军在警示会上做自
我检讨。

针对制度漏洞， 该局成立了专门的整改
领导小组， 根据区纪委监委下达的监察建议
书立行立改。比如，请审计人员对财务账目进
行全面审计和清理清查； 调整财务股办公场
所，由楼上楼下两间调整为一间，方便财务人
员相互监督；每名财务人员配备单独保险柜，
方便留存票据，厘清责任；细化单位印章管理
规定， 法人私章由财务股代管变为单位法人
自行保管，增加票据审核把关环节……

姚正斌案也给该局的干部职工上了深刻一
课。“这个案件给大家带来的触动是前所未有
的。在警示片里看到身边人沦为阶下囚，让所有
参加人员深受震撼， 纪律法律的红线真是碰不
得呀！”该局副局长李志刚深有感触地说。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邢骁
通讯员 杨宏）“被选聘为特约监察员倍感荣
幸，今后要履行好这份沉甸甸的职责。”10月
21日开始，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校党委委员、
宣教处处长唐亚琴有了一个新身份———长
沙市芙蓉区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 和她一
起受聘的，还有5位来自芙蓉区各界的代表。

据介绍， 芙蓉区监委6位特约监察员
“上岗”后，将担负起相关职责，如对全区纪

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
行监督， 提出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对起草重要文件、提出监察建
议等提供咨询意见， 参加区监委组织的调
查研究、监督检查、专项工作等。

上岗即开工。 当天，6位特约监察员一
起“挑刺”芙蓉区纪检监察工作，从推进纪
检监察工作和加强自身建设两个方面，共
提出了12类43条具体意见和建议。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通讯员 杨凯
记者 颜石敦）10月22日， 记者来到革命烈士
胡少海的家乡宜章县岩泉镇胡家村， 看到该
村廉政文化广场悬挂着一幅幅宣传牌， 令人

警醒。
近年来，宜章县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建立

廉政文化广场、 党务村务公开栏、 廉政文化
墙、廉政文化书屋等，寓廉于景、廉景融合。

同时，深入开展廉政戏曲和廉政电影下乡活
动，并举办廉政主题晚会、文化知识竞赛等，
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净化心灵、陶
冶情操。

据介绍，目前，宜章县已有80多个村建设
廉政文化广场， 共悬挂廉政文化宣传牌4600
多块，广大党员干部廉洁意识进一步增强。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刘笑贫）长沙市开福区一家小吃店
老板李某全在1年半的时间里，卖掉大约1
万根铝超标的油条。今天上午，开福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全犯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追缴违法所得6000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11月， 李某
全接手了位于开福区“十号重建地”小区的
一间粥铺，办理了《营业执照》和《小餐饮经
营许可证》，将粥铺改名小吃店，正式开张
营业。 按照此前跟他人学得的油条制作方
法，李某全做出来的油条“色香味俱全”，深
受顾客喜爱。但在今年5月，长沙市食品药
品检验所对李某全所制作的油条进行抽样

检验时， 发现送检的油条铝残留量为707
毫克/千克，超过相关国家标准（必须等于
或者小于100毫克/千克）的7倍，属不合格
的对人体有害食品。同时，开福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李某全的小吃店内还发
现了1000克散装明矾。

庭上，李某全交代，按每天销售20根
油条的量计算， 他一共卖了约1万根油条。
每根卖1.5元，除去成本，大概获利6000元
左右。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全在生产、销
售的食品中掺入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触犯
了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
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考虑到被
告人李某全是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法
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个出纳，8年为何能挪用
5940余万元公款

宜章80多个村建廉政文化广场

芙蓉区首批特约监察员上岗“挑刺”

铝残留量超标7倍
长沙一小吃店老板制售“毒油条”获刑半年

10月22日，衡阳市南华大学语言文学院的同学举行模拟联合国大会，大学生们化身
各个国家的外交官，按照联合国议事程序展开研讨，拓宽国际视野，迎接联合国日的到来。

曹正平 王东山 摄影报道

模拟联合国大会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